
表 1-12教師專利/新品種資料表 (公、私校 三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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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表 1-12) 

1. 年度 
歷史資料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填寫期間。 
 三月填寫為 101年度，即 101年 1月 1日至 101年 12月 31日資料。 
 本表於 95年度起改於三月份填寫，此表冊並調整以「年度」方式填寫之。 

2. 系所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教師所屬之系所，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系所資料。（不得空白） 
3. 教師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教師姓名，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填寫表 1-1之教師基本資料。（不得空白） 

4. 專利/新品種名稱 

 請填入「專利/新品種」之申請名稱。(不得空白) 
 國別選擇「國外(不含美國)」之專利/新品種名稱可取名為「專利名稱-國家名稱」，以作區別填寫。 
 97年 3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修訂欄位。 
 於調查期間有「申請」、「核准」或「技術移轉」上述任一行為發生者，均可新增一筆於本表中。 
【註：100年 3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新增說明】 

 【範例說明】：若 97年專利申請中，98年專利已核淮，99年此專利有技術移轉： 
97年填寫一筆：進度狀況欄位，請選填『申請中』 
98年填寫一筆：進度狀況欄位，請選填『已核淮』 
99年填寫一筆：進度狀況欄位，請選填『已核淮』、技術移轉或授權欄位，請選填『技術移轉』 
【註：97年 3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修訂欄位，98年 10月補充說明】 

5. 國別 
 為本國專利或是外國專利，請勾選『國內』、『大陸』、『美國』、『國外(不含美國) 』。 
 97年 3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修訂欄位。 
 99年 3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欄位名稱「區堿」變更為「國別」 

6. 專利類型 
 請依照專利所屬類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發明專利』、『新型專利』、『新式樣專利』或『新品種』。 
 97年 3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修訂欄位。 

7. 技術報告分數代
碼 

 若『專案類型』欄位已選填『新型專利』，則有申請技術審查者，須填寫技術報告分數代碼，分數代碼為 1-6
分；如無申請技術審查者請選擇『無』。 
【97年 3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新增欄位】 

8. 進度狀況 
 依照專利申請之進度狀況，請勾選『申請中』或『已核准』。 
 97年 3月因應學校需求，申請中之專利可填技術移轉或授權等相關資料。 

9. 作者順序  依照專利發表之排名次序，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第三作者』、『第四(以上)作



者』。(不得空白) 

10. 申請人/權利人 

 若『進度狀況』欄位為『申請中』，請填寫專利申請人名稱。 
 若『進度狀況』欄位為『已核准』，請填寫專利權利人名稱。 
 可輸入多筆名稱(學校名稱、企業名稱、其他機構名稱或一般個人名稱等)，匯入時請參照範例格式。(不得空白) 
 97年 3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新增欄位。 

11. 申請人/權利人類
型 

 若『進度狀況』欄位為『申請中』，請選擇專利申請人類型。 
 若『進度狀況』欄位為『已核准』，請選擇專利權利人類型。 
 請依照學校填列之『申請人/權利人』資料，選擇『本校』、『企業』、『其他學校或機構』、『一般個人』。 
若該校教師個人為申請人/權利人者，其類型請選擇『一般個人』而非本校。(不得空白) 

 98年 3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新增此欄位。 
12. 申請日期/公告日
期(生效日期) 

 若『進度狀況』欄位為『申請中』者必填，請填寫專利申請日期。（不得空白） 
 若『進度狀況』欄位為『已核准』者必填，請填寫專利公告日期(生效日期)。（不得空白） 

13. 終止日期  若『進度狀況』欄位為『已核准』者必填，請填寫專利終止日期。 
14. 發照機關  若『8.進度狀況』欄位為『已核准』者必填，請填寫頒發證書的機關。(不得空白) 

15. 證書字號 

 請輸入專利證書字號，若『進度狀況』欄位為『已核准』者必填此欄位。(不得空白)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證書字號開頭為 I。 
 中華民國「新型專利」證書字號開頭為M。 
 中華民國「新 式 樣」證書字號開頭為 D。 

16. 技術移轉或授權 
 請勾選『無』、『技術移轉』或『授權』。 
 此表收集範圍為「申請中」或「已核淮」的專利，若為「未專利相關」研發成果有技術移轉的情況不列入調查。 
 98年 10月因應各應用單位的需求修訂蒐集範圍 

17. ★技術移轉或授
權廠商名稱 

 若「技術移轉或授權」選擇『技術移轉』或『授權』，則請填此欄。 
 例如：技術移轉或授權廠商數為：2家 (A、B廠商)，請分別填寫 A、B廠商名稱。 
 99年 3月因應「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需求新增此欄位。 

18. ★技術移轉金額
或授權金額 

 若「技術移轉或授權」選擇『技術移轉』或『授權』，則請填此欄。 
 請填寫契約上所註明之技術移轉或授權的金額。 
 請分別輸入各廠商技術移轉金額或授權金額，例如技術移轉或授權廠商數為 2家 (A廠商及 B廠商)，請分別填
寫「授權廠商名稱」填 A廠商及「金額」50000元；B廠商，「金額」60000元。 

 96年 10月因應「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需求新增「技術移轉金額或授權金額」欄位； 
99年 03月因應「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需求新增可多筆輸入各家廠商技術移轉或授權的金額。 

19. ★技術移轉或授
權起始日期 

 請分別輸入各廠商技術移轉金額或授權的起始日期。(不得空白) 
例如：技術移轉或授權廠商數為 2家 (A廠商及 B廠商)，請分別填寫 A廠商及 B廠商的技轉或授權起始日期。 

 99年 3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新增此欄位。 

20. ★技術移轉或授
權終止日期 

請分別輸入各廠商技術移轉金額或授權的終止日期。(不得空白) 
例如：技術移轉或授權廠商數為 2家 (A廠商及 B廠商)，請分別填寫 A廠商及 B廠商的技轉或授權終止日期。 

 99年 3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新增此欄位。 

21. ★技術移轉或授
權合約編號 

22. 請輸入技術移轉或授權之合約編號。（不得空白） 
【101年 10月因應「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需求新增】 
【102年 03月因應「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需求刪除上述欄位；另表蒐集】 



23. 所屬計畫案 24. 請填入由那一計畫案所衍生的研究成果，若沒有研究案請填『無』。 

備註 

 請注意！特殊專班資料請勿填寫！ 
例如：因特殊專班之申請開設而聘任之專兼任教師，該教師申請或已核准之「發明專利」、「新型專利」、「新
式樣專利」或「新品種」資料不可填寫於本表！ 

 校務基本資料庫統計申請中或已核准的專利，若其技術非屬申請中或已核准的專利，但確實有產生技術移轉之
事實，此部分為應用單位特殊需求請再至獎勵補助之系統平台進行資料輸入。 
【102年 03月因應「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需求定義】 

表冊應用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予以下應用單位，各應用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的認定或加值應用。 
【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產學合作資訊網】、【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